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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的技術插圖︰
專業人士的入門讀物
作者︰PTC 公司Bettina Giemsa

概要
技術插圖的領域非常寬廣，如今包含著大量的技巧和原理。如果要對所有這些技巧細細道來，那永
遠都說不盡道不完。然而，對于今天想要深入探索“插圖與製圖之異同”等主題的插圖作者，目前
的狀況是自相矛盾的︰技術插圖是一個寬廣的主題，然而可獲得的相關書籍刊物卻很少，因為許
多“經典著作”已經脫印了。
同樣，對技術插圖和技術插圖作者的需求正由於多種原素而日益加大，這些原素包括現行歐盟法規
更為嚴格，擔保問題對文件質量的要求更高，等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許多曾經教授該學科的院
校已不再提供相關課程。在許多國家，包括我的祖國（德國）在內，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家私立學校
傳授技術圖解課程。
此外，各家公司內的科技出版部門規模通常較小，這迫使沒有製圖經驗的技術作者必須去了解技術
插圖的原理。矛盾在于︰他們從那裡才能得到自學所需的資料？
在PTC公司的教育服務機構中，我們一再注意到這一傾向；我們 Arbortext® IsoDraw™ 產品培訓班的參
訓人員要求我們提供有關透視法和其它技巧的一般性指導，他們對能夠得到的任何幫助都很感激。
因此，在這份技術白皮書上，我將概要介紹技術插圖的一些基本情況，希望能對想要深入了解這一
主題的插圖作者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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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插圖與製圖之異同︰術語漫談
為什麼是“插圖”而不是“製圖”？
初次遇到時，許多人分不清這些專業詞彙並因而混淆這兩個術
語，但兩者是有明確區分的。
技術製圖被用于機器設計和製造。它往往是單元或部件的比例
圖，提供必要的視角以進行準確的形象描述。在技術製圖中，即
使是極小的細節都必須精確地予以確定，以確保製圖明確無誤。
因此，閱讀技術製圖可能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因為必須理解
大量訊息。
另一方面，技術插圖在許多情況下卻恰恰相反。這是因為兩者的
目的完全不同。插圖是為了對零部件加以描述，使其很快就能被
明白無誤地辨認出。在技術插圖中，通常少即是多，因為細節越
少，圖象就越容易被理解。在這裡，不需要精確，但必須容易理
解。插圖的讀者應當無需象製圖員那樣受到任何專門培養訓練，
便能夠認出所繪製的零部件。
技術插圖可以省略一切無關緊要的細節。此外，插圖作者擁有藝
術上的自由，可以運用不同的風格技巧來完成插圖。透視法、圖
形設備和簡化，均為強調插圖關鍵細節所需的寶貴工具。

滅點透視法
大家根據經驗知道，物體在遠處比在近處顯得要小︰離觀察者眼
睛較遠的長度顯得要短。這一縮減現象即為眾所周知的滅點透
視法，這與人眼或相機看物體的模式是一致的。因此，照片往往
會顯示滅點透視現象。這一縮減現象發生的自然模式也可能是一
項不利原素，因為它要求在零部件相對于觀察者的位置發生變化
時，對其進行不同的描繪。這意味著那怕零部件只是移動到另一
位置，也需要重新繪製該零部件。
平行透視法
透過選擇不同表現模式（比如平行透視法，雖然效果上略顯不自
然，但更易于繪製），可以減少與使用透視法相關的工作量。在
縮減過程中，和滅點透視法不同，現實中平行的兩條線在插圖中
仍然保持平行。
觀察者觀察物體的方向並不重要，其優點是使用平行透視法繪製
的部分可以移動而無需重新繪製。
子分類
這兩種基本透視法有許多子分類。滅點透視法可使用一個、兩個
或三個滅點。平行透視法可使用三度、四度和等角投影。此外還
有斜軸投影，比如散點透視，雖然這些都很少使用。

透視法
技術插圖與技術製圖大不相同，它是作為透視圖繪製而成的。通
常，你可以說透視法越自然，插圖中所包含的內容就越複雜，其
原因就是我們所採用的透視縮減法。

圖1

用剖視圖顯示內部細節

圖2

用分解圖顯示組件中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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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可以看到的，透視法是一個寬廣的領域。直到最近都曾有
一些有關透視法的寶貴文獻。但是，這些書籍中有許多已不再付
印，因為對它們的需求看起來正不斷減少。但是，如果你願意就
這一主題做些閱讀，可以到建築師的書架上去看看。
插圖技巧
當你為插圖選好最適當的透視法之后，就需要決定使用何種表現
方法和風格技巧。表現方法包括︰
• 剖視圖（圖1）
• 分解圖（圖2）
• 虛影圖（圖3）

在選擇具體方法之前，你應當根據插圖的用途作出決定。比如，
如果你需要為零部件目錄繪製插圖，你可能會想要在其安裝環
境中繪製這些零部件，從而提供設備場境。此時，虛影圖會是一
個好的方法。以較淺的顏色或“細”線畫安裝環境。這樣，在與
以“標準”風格繪製的零部件對照觀看時，安裝環境易于識別，
同時也融入了背景。
這個例子顯示表現方法和風格是如何緊密相連的。重要的是認
真選擇風格技巧（圖4）。在技術插圖上，很少有那種“非黑即
白”、非對即錯的選擇。技術插圖作者有多種方法和風格可以選
擇，“唯一”的要求是如何以有助于傳達意義的模式使用它們。
然而，你不應混用太多的風格，因為這容易使你要表達的意思含
混不清。就如我說過的，在技術插圖中少通常即是多。

圖4

用風格技巧增強真實感

讓我們仔細看看分解圖。分解圖通常用于裝配說明書。機器的零
部件被分別畫在其裝配位置上，以線或箭頭表示裝配順序。繪製
高品性的分解圖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極費時間。第一個困難之
處是尺寸，因為許多零部件必須畫在其延伸的位置上，插圖需要
佔據更大的空間，而且機器越大，就需要畫更多的零部件，插圖
繪製起來也就更難。
因此，插圖作者需要熟練地確定零部件的位置，牢記順序對于插
圖的清晰度和可理解性具有直接的影響。
記住，不應使讀者在觀看插圖時茫然不知其所以然。在開始繪製
前，插圖作者應考慮要畫些什麼以及如何安排零部件的位置，從
而有一個清晰的架構。此外，插圖作者應避免對圖形過于雕琢，
因為過多的細節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而使要表達的意思含混不
清。在這方面，不同風格技巧的效果和優點就開始變得顯而易
見。粗細線技巧是一項基本的插圖樣式。它使讀者可以更容易看
出插圖要表達的意思，並應當被視為繪製某些分解圖之類複雜插
圖的必要前提條件。

風格技巧的例子

圖3

用虛影突出相關細節

• 線條粗細

• 插圖編號

• 線條類型

• 色彩

• 放大圖

• 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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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中加入紋理
在此，你將學習線條如何構成圖案以表示規則和不規則的紋理。
技術插圖作者常常想要了解如何用圖案模仿格閘極之類規則的物
件以及刷毛之類不規則的物件。圖5顯示的是汽車上的散熱器護
閘極，而圖6顯示的是踏板上的鑽孔。兩者都是規則的物件。圖
7顯示的是壓力清洗裝置上帶有不規則刷毛的毛刷。我們用一系
列線條來表現規則或不規則物件的印象，而不是準確地畫出其所
含元素的確切數量和相對位置。
在設計以這種模式使用的圖案時，難點是如何決定線條的適當粗
細和間距；即使是在按比例放大或縮小插圖的時候，它們也必須
保持清晰明了。線條必須︰

然而，如果線條太細或顏色太淡，那么得到的可能會是背景而不
是紋理的效果。既然你不想分開畫各個線條──想像一下那要花
多長的時間﹗──你可以透過在確定區域插入圖案以產生效果。
你可以複製並粘貼該區域以創建更大的區域，圖7的毛刷就可以
這樣繪製出。手工加入少許單根刷毛可以增強效果。
大多數圖形工具提供的蒙版，是一些你可以插入圖案的閉合線框
(即輪廓)。使用蒙版的主要好處是不需調整圖案以適應它，這意
味著大小區域可以保持一致的效果。
你可以調整蒙版的形狀和大小，以或多或少地顯示其背后的圖
案，而無需改變圖案本身的外觀。你還可以嘗試使用不同的圖
案，直至找到可以正確表達插圖整體印象的圖案。

• 比插圖其餘部分的線條要細致
• 用灰色取代黑色來表現光亮度

圖6

踏板上按一定間隔排列的鑽孔

插圖︰OPX30 訂單揀選車(摘錄)，BT Prime-Mover 公司版權所有

圖5

汽車散熱器中形狀規則的水準散熱片。

插圖︰Harber Technical Services公司（www.harbertech.co.uk）繪製的莫斯勒
MT900S街車(摘錄)，Breckland Technology 公司版權所有

圖7

毛刷中形狀不規則的刷毛。

插圖︰Alfred Kärcher公司
(www.karcher.de)繪製的壓力清洗
裝置的毛刷，Alfred Kärcher公司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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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文本的格式編排
標題和註解的位置或外觀實在太容易改變，經常會破壞預期的效
果。在此，PTC公司的Arbortext IsoDraw 團隊提出了一些基本原
則，以幫助避免這一現象。
技術插圖作者常常需要在插圖上添蓋文本，比如標題和註解。在
添蓋文本的過程中要記住以下幾點，從而確保在插圖中成功地進
行文本格式編排。
對文本元素進行格式編排
即使是最佳的藝術作品，顯示錯誤或位置不當的文本也會破壞其
整體效果，因此請仔細地考慮文本的位置。當插圖將在其它計算
機或在其它軟體應用中使用時，這將尤為重要。在繪製圖形時，
你可選擇適當的字體和屬性，比如等比例間隔的字體，如圖8所
示。
但是，如果在另一計算機中打開這個圖形，則可能會顯示錯誤的
字體。通常在另一計算機未安裝該字體，或該字體被截然不同的
字體所取代時，就會發生這種現象。文本佔據的空間會發生變化
(比如，替代的字體較寬，因為它使用了固定的間距，如圖9）。
如果你對文本進行格式編排使其不致進入插圖，就可以避免這類
問題。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將上方文本向右對齊，並對下方
文本向左對齊，情況就可以得到改善。那樣可以將文本的一端確
定在距圖形最近的位置，並使另一端可以自由移動而不會發生重
疊。
圖8展示了這一方法。用四個紅點標明每個文本框的角，並用第
5個紅點標明文本對齊的一端。另一個解決辦法是將文本轉化為
路徑，將其轉變為圖形元素。但該方法有個不足，就是以後不能
對文本進行編輯。

圖8

位置正確並以所選字體表示的文本

用分層將文本分開
在繪製複雜插圖時，在圖形元素的不同分層保存文本元素和引出
線對你將會有所幫助。此時你可以將任何分層設置為隱形，那樣
你在繪製時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插圖。
當你的插圖包含有背景或填充的元素時，該技巧也是有用的；在
繪製插圖時，這些都可以輕而易舉地隱藏起來。
使用分層的主要好處在于你可以確保插圖安全無虞。如果你以後
需要編輯或翻譯該文本，可以將包含圖形元素的分層鎖定，以防
止它們被意外刪除、移動或更改。
引出線通常有一個白色陰影，在引出線穿過繪畫部分時對其進行
區分。但是，在缺省狀態下，文本沒有白色背景，因為它通常不
會覆蓋圖形元素。如果你決定將文本置於圖形上方，則應透過格
式編排將文本與所覆蓋的元素分開。
輸出待譯文本
理論上，你的插圖工具將提供一個選項，讓你從插圖中將文本訊
息輸出到一個文本文件（如目標表）。
由於這項靈活功能，你可以使用任何文字處理軟體對文本進行加
工，然後將修改過的文本輸入其在插圖文件中的原來位置。在
翻譯時該方法特別有用。對于需要翻譯的文件，另一個常用的方
法是使用文件工具加入文本，而不是使文本成為插圖本身的一部
分。在對文本進行格式編排時，要進行許多同樣的考慮。文本定
位甚至更成問題，因為註解和圖形元素只能在最高層次共同鎖
定。如果插圖有所更改，就需要對註解進行檢查。

圖9

位置不當並以替代字體表示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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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近距離看圖
在這一章節，Arbortext IsoDraw 團隊將舉一些例子，來展示透過
突出插圖中的細節可以實現何種結果。
詳圖是對取自主插圖的元素加以突出的一種手段。其外觀取決于
插圖作者希望實現何種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詳圖被用于顯示
有關主插圖某些部分的更多訊息。由於這通常意味著要以更大的
尺寸繪製一幅插圖，因此有時會使用“放大圖”這個詞。
但是，你不必一定要放大某個部分以加入訊息。比如，你可能想
要強調某個部分而不是加入細節。那么只需要以單獨的框架顯示
插圖的這個部分就足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了。最重要的是你如何
畫突出部分。
詳圖的抽象的水準理念應支持其目的。它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在零
部件插圖中顯示細小卻重要的零件（圖10）。為了盡量使零部件
可以辨認，你可以略去無關緊要的細節，而僅僅顯示為識別它所
必需的特徵。然後你可以標上它的零部件編號。

圖10

詳細顯示小零件的插圖。

插圖︰英國薩福克郡 Harber Technical Services公司（www.harbertech.co.uk）繪製
的莫斯勒 MT900S 街車，Breckland Technology公司版權所有

當詳圖被用于更清楚地顯示插圖某個部分時（圖11），將圖象放
大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你還可以在詳圖中結合其他風格技巧。比如，你可以選擇用虛影
或透明來傳達更多的訊息。你甚至可以使用不同的透視法。此
外，詳圖可被包在圓圈、橢圓和正方形等任何圖形之內，並透過
線條或箭頭連接至主插圖。在內部輪廓上加上一個白框有助于將
內容與外包圖形區分開來。只要不顯得過于擁擠，你可以在一幅
插圖中突出多個細節（圖12）。為方便讀者，細節的順序通常要
進行編號。由於是在單獨的分層繪製各個細節，因此你可以根據
需要顯示或隱藏這些細節。

圖11

零件詳圖

插圖︰

Altec Graphics 公司
(www.altecgraphics.co.uk）
為Bosch Power Tools 公司繪製的風鑽
作業，Altec Graphics 公司版權所有

圖12 在插圖中使用三個編號放大圖。
插圖︰VteG 公司（www.vteg.de）為
Gebr Märklin & Cie 公司繪製的解碼
器裝配圖。VteG公司版權所有，並經

誰需要透視圖？
這裡，你將發現技術插圖是如何賦予我們一切超能力的。
有時，讀者會有興趣去了解機器內部是個什麼樣子。當需要直觀
地展示某個裝置的功能時，這就特別有用。在此類情形下，技術
插圖可採用兩種表現方法︰剖視圖和虛影。
剖視圖
正如其名稱所顯示的那樣，在剖視圖中，物體被“剖開”或移
除，以顯示物體的截面（或部分截面）。

Gebr Märklin & Cie 公司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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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兩種技巧──剖視圖和虛影──需要插圖作者多少具備一些經
驗，因為從無到有繪製此類圖樣費時間，而且要做準備工作。然
而，視覺效果卻極好。因此剖視圖和虛影圖常常會用于營銷的目
的，比如，印在說明書封面上或設備的廣告中。雖然你將看到有
許多例子是彩色插圖使用了這些技巧，但是這種效果也可以透過
使用灰色陰影以黑白兩色實現。
[圖13 使用這兩種技巧的幫浦機彩色插圖。繪製者為TG G 公
司，這是德國的一家技術插圖服務提供商（www.tgg.de）；使用
Arbortext IsoDraw 繪製並運用Adobe Illustrator增加色彩。在此，透
過淺色細實線可實現外殼透明度的形象化。]

技術插圖──透視的問題
圖13

剖視圖（左）和虛影（右）技巧

在此，我們探討透視的兩種處理方法。
繪製技術插圖時，你一定會考慮透視法。在這一主題中，你將就
如何使用真實透視法和平行透視法發現一些有用的訊息。

該技巧最適合圓柱體，比如渦輪和幫浦機，同時它也適合其他物
體。
每個有中心軸的物體均有助于插圖作者在繪圖過程中進行定位。
開始繪製剖視圖時，重要的是明確知道要畫什麼以及如何去畫。
插圖作者必須知道何處剖開以及怎么剖最合適。另外，他/她還
需要選擇一種透視法。雖然等角透視是最普通的一種，但對于特
定的要求，卻未必是最佳的選擇。比如正方透視就常常用于剖視
圖。
虛影
該技巧使用透明度作為主要方法。透過顯示產品外殼可看到物體
內部，就如同外殼是透明的。透過使用多層次的透明度可顯示
不同的深度，但是不移除任何部分。在此，必須注意保持清晰透
明。
過多細節──過多深度──會把讀者弄得昏頭昏腦。使用色彩
時，檢查確認你的圖形程式能夠運用透明度，特別是當你希望使
用梯度而不是全色調的時候。如果你使用的工具不支持透明度，
你可能希望使用分層來類比透明度。你可將不同的淺色分層相互
疊放，就如油漆工在帆布上刷油漆。你可添加光效應和虛影以增
強透明效果。雖然這需要圖形設計方面的知識，但這再次顯示了
技術插圖的多功能性。

真實透視法
每幅技術插圖均採用透視法完成。通常，你所使用的透視法，應
當最適合傳達你在所繪情景內希望傳達的訊息。在選用適當的
透視法時，繪製技術插圖的新手會遇到若干問題。通常他們會盡
量真實地描述一個物體。為實現這個目的，他們會選擇滅點透視
法，比如真實透視法。
但是原則上，透視法越自然，插圖中所包含的內容就越複雜，其
原因就是我們採用了透視縮減畫法。視力正常的人根據經驗知
道，物體在遠處比在近處顯得要小。另外，離觀察者眼睛較遠的
長度也確實顯得要短。這一事實有兩個作用︰
• 真實透視圖很難繪製。手工繪製真實透視圖時，你不能使用真實

尺寸。你必須畫各個尺寸的投影圖，而其努力與結果並不成比例。
在各種位置，比如橢圓，有不同的直徑、數值和角度。
• 不可能重新使用現有對象。由於各個元素的尺寸和方位──下至

最後一個螺杆，無論在那裡出現都會發生改變，因此不可能重新
使用此前已畫的對象。

白皮書

技術插圖 共11頁第

頁

平行透視法
平行透視法當然是立體描繪物體的最有效方法，因此已經成為技
術插圖中最常用的表現方法。在平行透視圖中，你可使用真實的
尺寸，這意味著也可以從技術製圖中直接取得尺寸。
由於平行透視圖中顯示的尺寸不隨距離的增加而變小，因此可以
輕而易舉地識別和比較前景和后景中的各個元素。元素位于相同
的安裝位置時，可以重新使用。人所共知的平行透視法是等角透
視。採用該變量還有另一個優點，透過將各個元素旋轉120°，
還可以從其它視角使用這些元素。
在要求繪製插圖的時候，重新使用繪畫部分是極其重要的原素。
設想你需要為機器製作一整套說明書──比如裝配說明書、操作
說明書以及備件清單──其中需要在不同情形下繪製機器及其零
部件。在整個文件中使用平行透視法，意味著你可以在各種插圖
中重新使用零部件。這不僅為你節約大量繪圖時間，而且也可確
保讀者可以清楚地認出這些零部件。
結論
雖然真實透視法在視覺上令人愉悅，但是它更適合用于技術廣告
而非技術插圖。真實透視法的一個適當用途是技術說明書的彩
色封面。但是，說明書的內容旨在以可以理解的模式表達技術細
節。在此，平行透視法是最適當的方法。

基本要素︰
高品性插圖中線條的價值
在此，我們繼續著眼于線條對技術插圖的架構單元進行研究。
線條是技術插圖最基本的元素。但如果你認為“基本”一詞的意
思就是“簡單”，那你就錯了。線條在插圖中的形狀、粗細和重
要性均有助于增加美感，並在表達形式上取得成功。
該章節在本專題上僅僅開了個頭，著重探討在諸如A r b o r t e x t
IsoDraw 和 Adobe Illustrator之類矢量圖形工具中創建的線條類型，
旨在幫助無經驗的插圖作者更有效地使用線條。
線條類型
線條有多種類型，如圖16所示︰
• 線條被定義為具有起點和終點的、兩點之間的直線。
• 多叉線是具有多個點的線條。它不僅有起點和終點，兩者之間還

有其它不在一條直線上的點。曲折線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 貝賽爾曲線（以法蘭西數學家皮埃爾 貝賽爾命名）由數學公式確

定。兩個端點被稱為定位點。決定曲線形狀的其它各個點被稱為
柄、切點或節點。一個柄可有一個或兩個控制點；移動這些點可
改變曲線的形狀和方向。因此，貝賽爾曲線至少使用兩個定位點
和一個柄來確定曲線形狀。
大多數圖形程式會提供各種繪線工具，但插圖作者必須恰如其分
地使用它們來繪製有效的技術插圖。以下是有關如何在技術插圖
中顯示線條的建議。當然，在用鋼筆和墨水繪圖時也可採用這些
意見。

圖14

真實透視法（a）和平行透視法（b）

圖15

使用平行透視法繪圖

具象線
藝術線條表示法最簡單的形式是單線表示法。這意味著插圖中
的所有線條均為同樣粗細。但為了更有效地描劃形狀，通常會
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粗細的線條，如圖17所示。該風格技巧被稱
為“粗細”技巧。線條的實際粗度和相對粗度由風格和美學效果
決定；通常建議粗線的粗度為細線的兩倍。粗線往往用于描繪物
體的外部邊緣，而細線則用于描繪內部邊緣。你可以想像用手從
后部抵近一條線︰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指尖，這條線就應該是粗
線（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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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線
創建好插圖后，你可能希望畫上更多線條來完成它。以下是若干
具有特殊功能的線條類型，包括︰
• 註解的引出線
• 分解圖的中心線，通常是虛線

添加白色陰影有助于將引出線和中心線與繪圖本身的具象線區分
開來。

圖16

線條類型

結論
仔細選擇你顯示的線條及你使用的風格，將增強插圖所營造的整
體印象。移去虛線──在不需它們來表達隱蔽零部件細節的時
候，可使所繪物體重要方面更突出。你選擇納入的一切及透過暗
示省略的一切，都要幫助讀者很容易的在頭腦中形成所畫物體的
圖像。

輕鬆完成線條畫
在此，讓我們看一個任何人都能掌握的技巧︰照片跟蹤。

圖17

使用粗細線

照相跟蹤可以是一項有效技巧，用于創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插
圖。當然，跟蹤現有的圖片而不是從無到有地繪製看起來似乎
要容易些，並因此常常被視為適合插圖新手的一項技巧。我使
用“看起來”這個詞，是因為和所有事物一樣，如果你要取得好
結果，就得遵循一些原則。
要透過照片創建一個線條畫，你首先得拍一張物體的照片，然
後將其用作模板。大多數圖形程序，包括Adobe®Illustrator、
Arbortext IsoDraw、Freehand® 和 CorelDraw®，都提供一個背景層
供你放置照片。您可以使用鎖定功能將該層鎖住，以防止意外選
擇、移動或刪除該照片。然後您就可以在第二層跟蹤該照片，用
圖形程式提供的工具複製所有參考線。
選擇照片
開始跟蹤之前，請檢查照片以確保可以用它製作一個好模板︰
• 文件不應太大，否則您的圖形程式會營運得很緩慢。有兩個原素

圖18

確定線寬

會影響文件大小︰照片的色彩和清晰度。為節約內存，請使用有足
夠清晰度的灰度級照片來識別必要的細節。通常可使用清晰度在
180和 250 dpi 之間的照片。
• 照片不得太暗或有倒影，因為這些都會在跟蹤過程中導致問題。

線條有時會斷開，而其粗細也會隨之改變，表明有變化發生，比
如由輪廓線變為周線。鑄件常常就是這樣，如圖18所示。較粗的
線條有時被用于突出特定的物體。色彩（如有）可以以同樣的模
式使用，或用以傳達有關所繪物體的更多訊息。

當您自己拍照片時，請注意使用正確的燈光，並根據需要使用閃
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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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方法的局限性
照片往往為滅點透視…
• …從照片跟蹤而成的所有插圖也是一樣﹗滅點透視法符合人眼和

照相機看事物的模式。但是，該透視法的缺點就在于它表現物體
所採用的自然模式。這要求在零部件位置相對于觀察者發生變化
時，要對零部件進行不同的描繪，這意味著插圖中的一個零部件
哪怕只是移動到了繪畫區域的另一個位置，也需要重新繪製這個
零部件。
• …而這意味著對準確度有特別的要求﹗確保你畫的所有元素和線

條處于正確的位置。使用輔助線去檢查位置，因為任何位置不當
的線條或橢圓形都有可能破壞插圖營造的整體印象。在描劃一
個以上物體的複雜插圖中尤其如此。

總結
照片跟蹤法和所有技術插圖一樣適用同樣的一般規則︰僅描畫為
表達所欲表達意思所需的一切，並省略無關緊要的細節，使插圖
易于理解。完成插圖后，請刪除包含照片的背景層，而不是將它
隱藏起來。這樣可以使文件變小。

使用註解來標識零部件
明確的標識有助于讀者簡單而快速地理解複雜的技術插圖。以下
是有關排列和設置標籤的一些意見。
什麼是註解？
註解是插圖上透過標籤或描述對零部件進行標識的一個項目，或
有一條導出線指向該項目。在工程圖中，註解通常是指插圖的編
號。“直接”註解是文字描述（比如“螺栓”）。“間接”註解
可以是數字或字母，或兼而有之。
人們常常選擇使用間接註解，因為它們更加緊湊而且便于翻譯，
只有文件的文本部分需要翻譯。圖21中那張取自農業機械零部件
插圖目錄的插圖就顯示了間接註解的用法。
何處使用註解？
在各種類型技術說明書中均可發現註解，在備件目錄中則最為常
見。在不同的目錄中，註解可用直接註解描述備件，或以間接註
解進行標識，這樣的註解可以是零部件編號本身，也可以是備件
在零部件清單中的位置。
在裝配說明書中，註解可用于顯示零部件的裝配順序。在使用說
明書中，第一頁通常會有一張產品概圖，其中會用註解標識最重
要的零部件或說明產品包裝中含有哪些內容。
這些例子只涉及註解的一些應用。但是，儘管很有用，但添加註
解也是件費時間的事。在複雜組件的備件清單中通常有許多註
解，把版面設計得明白清楚可不是易事。

圖19

跟蹤照片

圖20

產生線條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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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註解的最佳使用方法？
選擇註解方法時要考慮以下幾件事︰

由於製作註解可能很費時間，因此請在你的繪圖工具中尋找下列
功能特色︰

• 在開始添加註解前計畫整個流程；如果您不得不從頭再來並對

• 各種註解樣式

註解重新編號，那可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
• 在插圖中沿順時針或逆時針方向排列註解。方向上沒有規定，但

整個文件中應保持一致以免造成混淆。

• 自動編號模式，用以在刪除后對註解進行重新編號
• 導出線上的自動陰影

• 仔細確定註解的位置。在繪圖區域已滿的情況下，保持一個清晰

的架構則特別重要。如有需要，你可使用折線作為導出線，以便按
邏輯組設置註解。
• 在導出線后使用白色陰影。當導出線穿過繪圖的某些部分時，白

色陰影有助于將線條分開，使圖面更為乾淨，連接更為清晰。

總結︰
深入了解技術插圖
隨著說明書和文獻內對更高品性圖解的需求日益加大，技術插圖
領域將繼續發展壯大。緊跟先進技術並採用最新的插圖工具將使
插圖作者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製作高品性的出版物。
如果你希望獲取有關該專題的更多訊息，或希望進一步了解
Arbortext IsoDraw 這一來自PTC公司的技術插圖解決方案，可以訪
問www.ptc.com，或與附近的PTC代表聯繫。

作者按語︰
本白皮書最早是作為英國科技傳播者學會（ISTC）季刊《傳播
者》中的系列文章發表的。如果你想進一步了解英國科技傳播者
學會，請訪問http://www.istc.org.uk。

圖21

顯示間接註解和放大區域的插圖。得到Correggio的 Montanari 集團

(www.montanarigroup.it) 許可而複製。

• 如果裝配圖包含許多需要註解的部件，則請考慮將零件提取至不

同子裝配圖，這些子裝配圖也許在繪圖文件不同層面上的。
• 如果部件極小，請考慮在單獨區域將其放大顯示。小螺栓在複雜

插圖中也許很難進行標識。
注︰繪圖的提取區域有時亦被稱為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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